
®哪个 CorelDRAW 产品适合您？
 

®CorelDRAW  Technical Suite 2020 在细节至上的设计世界中， 可以将视觉传播

设计的方方面面联系起来 — 从项目创建和创作，到协作审阅和输出。想要获

CorelDRAW Technical Suite 2020 得高效精确的技术设计和插图软件， 是您的理

想选择。 

®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2020，使用 打破创意障碍。可以找到在几乎任何设

备上创建和完成重要设计项目所需的一切专业矢量插、布局、照片编辑和版式

工具。

®CorelDRAW  
CorelDRAW 2020 通过创新的新功能使任何设计、插

图或营销传播项目更具创意。

核心组件

Corel DESIGNER™

使用这种基于矢量的图形应用程序，获得准确和精确的技术插图功能。

Corel PHOTO-PAINT™ 
使用出色的照片编辑功能，将高质量照片嵌入插图中。

XVL Studio Corel Edition 

使用图解中的三维视图和模型，为技术项目添加上下文。

Corel Font Manager™ 

使用该广泛的字体探索和管理工具来管理您的字型和字体需求。

访问并重新利用技术设计资源

= 所含功能 = 受限功能可用性

AfterShot 3 HDR 
®从已安装套件应用程序内部下载 Corel  AfterShot™ 3 HDR，以便进行

专业级纠正，并对 RAW 或 JPEG 照片进行强化。使用 AfterShot 3 

HDR 内含的 HDR 模块创建高动态范围 (HDR) 图像。

增强功能！

增强功能！

增强功能！

增强功能！

查找与替换泊坞窗

CorelDRAW 和 Corel DESIGNER 2020 中重新设计的“查找和替换”泊坞窗

提供了更大的搜索范围，您不必在同一文件中进行多次扫描。同时也新增

了强大的省时选项，可以同时查找和替换轮廓或填充（网格填充）的颜色

或颜色模型。

比较矩阵

增强功能！

增强功能！

增强功能！ 增强功能！

CorelDRAW.app™ 

使用在线矢量插图和图形设计 Web 应用程序 CorelDRAW.app™，

可以收集客户端的反馈或当您不在电脑前时远程访问您的工作。 增强功能！ 增强功能！

增强功能！ 增强功能！

®CorelDRAW

Technical Suite 2020 

®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2020



增强版等角绘图工具

使用 Corel DESIGNER 中的 UI 控件获得更加精密和准确的效果，空间可

以根据主动投影平面的设置处理投影轴的缩放。

SharePoint CMS 集成（CorelDRAW 企业级许可证专享）  

Corel DESIGNER 和 CorelDRAW 与 Microsoft SharePoint 站点连接实现

的额外协作和共享优势。从可视通信创作应用程序中直接访问您的组织的

文档管理系统 (DMS)。

AutoCAD .DWG / .DXF 支持 

改进和更新后的 .DWG 文件（包括 AutoCAD 2020、CorelCAD™ 和其他

文件）和 .DXF 文件支持可确保方便无错误的数据转换。导入和导出时具

有增强版 .DWG/.DXF 文件可编辑维度支持功能。

制作精准技术插图

访问并重新利用技术设计资源

支持 Micrografx Designer (DSF, DRW, DS4) 

向后兼容 Micrografx Designer 可以帮助您对旧文件进行利用。 ( )

三维模型导入 

对三维模型进行导入、查看和修改，包括 AutoCAD .DWG 和.DXF 文

件、3D Studio (.3DS)、IGES 文件和虚拟现实建模语言 (VRML)。

原始相机文件支持 
直接从数码相机中导入和调整 RAW 相机文件并实时预览更改。

扫描蓝图向量化 

借助 PowerTRACE™ 将位图和扫描图像顺畅地转换为可编辑的矢量图形。

新增 AI 辅助功能可提供最佳的位图转矢量描摹结果。您现在可以利用最

前沿的图像优化选项，帮助提高描摹时的位图质量。

本地三维 CAD 文件支持（可选插件）
可以打开并使用最新的三维 CAD 文件格式，包括 CATIA、PTC 
Creo、SolidWorks、Autodesk Inventor、NX、IGES、STEP、JT 等。

®CorelDRAW

Technical Suite 2020 

®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2020

投影绘图工具

在平行投影平面上直接绘图，包括等角绘图、直径绘图或自定义投影，

以创建三维图像的魔术效果。

粗细线

自动调整投影绘图中曲线、矩形、椭圆等形状的线宽。 新增功能！

(XVL Studio 3D CAD
Corel Edition 2020)

增强功能！

最新文件格式兼容性

从 100 多种最新矢量图形、位图图像、文档及导入和导出功能支持的其他

数据文件格式中选择。扩展的文件格式支持，包括 SVG、CGM、DWG 和 

DXF、PDF、TIFF 和 Adobe CS/CC（AI、PSD）。 100+

增强功能！

100+

增强功能！

增强功能！ 增强功能！

包装工具

Corel DESIGNER 2020 中全新的“包装”功能可以让您快速轻松地将对象精

确地包裹在圆柱体上，就像在瓶子上添加标签一样。 新增功能！

高级功能！

= 所含功能 = 受限功能可用性



线条样式设置
Corel DESIGNER 提供支持技术插图标准的线条样式设置。

投影尺寸和箭头
投影尺寸选项消除了使用多个步骤绘制和投射尺寸对象的需要。此外，
在一个投影绘图平面绘图时，尺寸和常规线条箭头可与线条一起投影。

完美像素工作流程
一系列新功能为仪表板创建干净清晰的图标和图像，并确保像素完美
的精度、以及更好地支持奇数像素尺寸绘图功能。

无损位图效果
在 CorelDRAW、Corel DESIGNER 和 Corel PHOTO-PAINT 中，无需修改
源图像或源对象，就能在矢量图和位图上应用、修改并尝试位图效果。

无引导线条标注
如果要添加的标注不需要引导线条来创建与零件的距离，可以使用新的
“无引导线条标注”工具。

对象泊坞窗
利用Corel DESIGNER 和 CorelDRAW，您可以隐藏对象和对象群组，
帮助您编辑复杂项目，轻松完成您的设计。

三维效果图中的技术插图 
使用“发送到 Corel DESIGNER”功能将三维视图转换为清晰的矢量插图。

三维效果图中的营销图片
使用“发送到 CorelDRAW”功能将三维视图转换为矢量图形，以便用 
CorelDRAW 制作创意设计作品。

曲线光晕 
使用曲线上的光环，确保图示、说明书和流程图简单易读。

新增功能！

标注工具 
只需轻点鼠标即可添加带有指线、光环、文本和更多元素的标注。
动态标注可以链接到源对象的元数据，以便让标注更新更加快速轻松。

制作精准技术插图

增强功能！

（带有预设、光环和动态

及链接标注）

高级功能！ ( )
（仅限基础 3 点标注）

热点功能
使用 Corel DESIGNER 中的对象数据管理器，为技术出版物中的标注和其
他图像形状增添交互功能。

自动热点
让 Corel DESIGNER 在您绘制标注时自动将热点应用于标注。 新增功能！

增强功能！

插入三维模型
将 3D 模型插入 Corel DESIGNER 文档中，作为具有高分辨率预览的交
互式 3D 模型（XVL 文件）。

增强功能！

增强功能！ 增强功能！

®CorelDRAW

Technical Suite 2020 

®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2020

= 所含功能 = 受限功能可用性



创建和应用样式

从 XVL Studio 3D Corel Edition 导入多条曲线，然后在对象样式泊坞窗中

单击一下即可创建样式集。如果存在与导入曲线的属性匹配的现有样式

集，它们将自动应用于曲线。

几何图形信息对话框 

访问几何信息，如对象的长度、周长和面积。

优化几何对象

使用高级连接曲线泊坞窗转将曲线转换为椭圆并修复断开的曲线。

边界工具

扩大有效性和一个选项，允许用户扩展曲线，当创建一个边界在 Corel 

DESIGNER 利用边界工具或智能填充工具边境到达。

绘图比例控制

随时都可以在工具栏中调整绘图比例，以便制作精确的技术插图。

实时指南和对齐工具 

使用与现有元素对齐的建议创建对象、调整对象大小或移动对象时，将

出现临时辅助线。重力吸附、动态辅助线和对齐辅助线可以精确地帮助

确定对象之间的相对位置。

平行线绘制工具

使用 Corel DESIGNER 和 CorelDRAW 中的平行绘图模式，

加速创建技术图形。

完全控制填充和透明度 

体验史上最强大的填充引擎，可让您完全控制渐变填充、位图图样填

充、矢量图样（和剖面）文件填充。

剖面填充 

用矢量剖面图样填充对象，以清楚区分材料或对象的关系。

方程式编辑器 

使用集成的方程式编辑器，在技术图解中将数学方程式作为可编辑元素进

行管理。

连线工具 

快速并轻松地将高级连线添加到流程图和业务图表中。

高级功能！

制作精准技术插图

更换泊坞窗

更换泊坞窗具有清晰的标签、优化的布局和交互式控件，让定位、缩放、

镜像、旋转和投影对象变得更加容易。

（包括预设、B 

样条曲线和贝塞尔曲线）

高级功能！

新增功能！

( )

( )

新增功能！艺术样式效果

新增的艺术样式 (Art Style) 效果使用人工智能修改图像或对象，生成样式

化版本，同时保留原始内容。您可以根据不同艺术家或流派的技巧从一系

列人工智能预设中进行选择。
新增功能！ 新增功能！

®CorelDRAW

Technical Suite 2020 

®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2020

= 所含功能 = 受限功能可用性

（包括使用键盘快捷

     键进行的重力吸附）



制作精准技术插图

对称绘图模式 

实时创建对称设计图，从简单的对象到复杂的特效，并为平时耗时

的工作流程实现自动化，提升生产效率。

LiveSketch™ 绘图工具 

借助基于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最新发展成果的最先进的 LiveSketch 工

具，您很快就能开始工作。在启用画笔的设备上，直接将形式自由的草图

转换为精准的矢量曲线。最好的方面是，您将在纸上绘制草图、扫描并描

绘为矢量等任务方面节省大量时间。

添加透视效果

在绘图窗口直接将透视效果应用至位图、矢量图对象或同时应用至两

种对象，快速打造距离和景深特效。一款可以在真实场景中显示技术

插图的巧妙工具。

为位图应用封套

将位图放入封套并拖动其节点，以交互方式调整位图形状。使用封套预

置参数值或从头创建自定义封套，快速无缝地将位图混合到插图中。

支持实时触笔 (RTS)

凭借原生对 Microsoft Surface 和高级触摸笔的支持，感受更加自然的

绘图体验，并获得更加形象的效果。利用触摸笔的压力、倾斜、停顿和

旋转来使用润色工具、绘画工具和其他笔刷工具。在任何给定的插图中

尝试旋转、平坦度和延伸设置来控制笔触。

对齐与分布节点 

使用选择边界框、页边或中心、最近的网格线或指定点对齐并分发节点。

分布节点同样简单，在水平或垂直方向添加相同的间距。

表格 

创建并导入可为文本及图形提供结构布局的表。

QR 码生成器

使用 Corel DESIGNER 和 CorelDRAW 创建省时的 QR 码，并将可扩展 

QR 码添加到绘图。（验证需要 Internet 连接）

图像编辑

智能选择遮罩

Corel PHOTO-PAINT™ 2020 中新增的智能选择遮罩工具使用通过查找

边缘选择图像区域的算法来智能地扩展选择范围。此外，增强了“遮罩转

换”工具，现在转换也可应用于遮罩中的像素。 
新增功能！ 新增功能！

新增功能！人工智能驱动增加采样

新的人工智能驱动增加取样选项可以帮助放大图像，同时不丢失细节。

这些新增选项利用机器学习的模型，可以在放大的文件中保留清晰边

缘、清晰度和细节。
新增功能！ 新增功能！

®CorelDRAW

Technical Suite 2020 

®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2020

= 所含功能 = 受限功能可用性



颜色管理与支持

可以通过“默认颜色管理设置”对话框设置应用程序颜色策略，

以实现更准确的颜色显示。在 Corel 与 Microsoft 以及 Corel 

与 Adobe 之间轻松匹配颜色。

主图层

将特定于页面的标头、页脚以及页码应用至技术传播文档中。

对象样式与样式集 

确保设计项目中的样式和布局一致，包括外部参考的符号。使用样式

集进行一次编辑即可将更改即时应用到整个项目中。

颜色和谐

可以对文档的颜色样式进行分组，以便能够快速轻松地生成不同颜色

方案的迭代设计。

字体列表框

通过 Corel DESIGNER、CorelDRAW 和 Corel PHOTO-PAINT 中的字

体列表框，您可以轻松查看、过滤并查找字体。

图像编辑

色调曲线调整

更精确地调整图像的色调。

图像调整实验室 

使用强大的 Corel PHOTO-PAINT 应用程序可以轻松高效地调整照片。

Smart Carver 

从照片中轻松删除不需要的区域，同时调整照片的纵横比。

高质量 3D 渲染

通过底纹、亮体、阴影贴图和环境光遮蔽等阴影功能，您可以输出如照

片般逼真的三维视图影像，以便使用 Corel PHOTO-PAINT 进行专业照片

编辑工作。

新增功能！JPEG 伪影去除

利用全新高级机器学习技术去除压缩伪影并恢复色彩细节，进而省去

繁琐的手动编辑，可以最好地利用陈旧图像。 新增功能！ 新增功能！

新增功能！Corel PHOTO-PAINT™ 中的非破坏性效果

Corel PHOTO-PAINT 2020 中新的效果泊坞窗使您可以轻松应用、修改

和试验效果，而无需更改源对象。通过添加多种效果，在列表中对其进

行重新排序，或者将其打开或关闭，可获得不同的外观。 
新增功能！ 新增功能！

通过交互方式矫正图片和调整照片透视角度

通过将修齐条与照片中的元素相互对齐或指定旋转角度的方式旋转扭

曲图像。使用交互式透视校正工具调整照片中建筑物、地标或物体的

透视角度。

保留样式和一致性

增强功能！

增强功能！ 增强功能！

®CorelDRAW

Technical Suite 2020 

®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2020

= 所含功能 = 受限功能可用性



PDF 输出

输出 PDF 文件，支持最新的 Adobe Acrobat 文件，兼容最新的行业标准

和印刷标准，增强的安全性加密和符合 ISO 标准的 PDF/A 归档格式。除此

之外，还支持 PDF/X-4，助您轻松输出与最广泛的设备兼容的文件。

三维 PDF 发布

发布为三维 PDF，交互式查看三维内容以及其他视觉或文本元素。

支持翻译记忆系统 (TMS) 

通过一个可以触及全球受众的选项，您可以使用 XLIFF 标准，将 Corel 

DESIGNER 的图形文件内的文本内容发送至翻译记忆系统 (TMS)，并接收

来自 TMS 的已翻译内容。

保留样式和一致性

发布至 WordPress 

将您的作品直接从应用程序中发送至 WordPress 媒体库。您可以使用此

功能，将选定对象或整个项目转换为 JPEG、GIF 或 PNG 文件，然后上传

到 WordPress 帐户。

对复杂脚本的支持

内置的复杂脚本支持可以确保亚洲和中东语言所使用字形的正确排版。

高级 OpenType 支持 

让您能够很好地利用高级 OpenType 版式功能，比如上下文和样式替代、

分数、连字、序号、装饰、小型大写字母和花体等。

新增功能！可变字体支持

使用 CorelDRAW 和 Corel DESIGNER 2020，可以充分利用 OpenType 

可变字体的灵活性，交互式地微调字体外观。单个可变字体文件提供了

各种外观，这些外观在以前需要多种字体且通常会导致文件大小缩小。 
新增功能！ 新增功能！

新增功能！编号列表 

CorelDRAW 和 Corel DESIGNER 2020 现支持段落文本中可自定义的多

级项目符号列表和编号列表。项目符号列表和编号列表中都包含子级别

的这项功能可以确保您清晰地在图形和布局中传达信息。
新增功能！ 新增功能！

增强功能！项目符号列表

CorelDRAW 和 Corel DESIGNER 2020 现支持段落文本中可自定义的

多级项目符号列表和编号列表。项目符号列表和编号列表中都包含子

级别的这项功能可以确保您清晰地在图形和布局中传达信息。
新增功能！ 新增功能！

协作和发布至技术通信标准

新增功能！协作工作流程*

新的工作流程使得与同事和客户之间的协作比以往更加简单轻松。结合使

用 CorelDRAW 2020 和 Corel DESIGNER 2020 中新的协作功能以及 

CorelDRAW.app 和 Corel Cloud，团队可以轻松查看设计和插图，并且可

以更快地提供反馈。 

新增功能！ 新增功能！

增强功能！ 增强功能！

增强功能！

®CorelDRAW

Technical Suite 2020 

®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2020

= 所含功能 = 受限功能可用性



完全可扩展和自定义 UI
通过更新和完全可自定义的界面，您可以使设计空间适应自己的需求。
全新设计图标可放大 250%。通过选择主题，您可以调亮应用程序背景
或将其变暗。

工作区  
可选择针对不同熟练程度的用户和特定任务而设计的各种工作区：“页面
布局”和“插图”工作区、针对老用户的“经典”选项、为进行等距图解的专业
人士提供技术功能，为使用流程图和图表的专业人士提供图表功能，以
及具有 Adobe Photoshop 和 Adobe Illustrator 外观效果的工作区。

支持 UltraHD 显示器
更新的界面且支持高 DPI 显示器可让您甚至在 UltraHD（超高清）监视
器上也能舒适查看应用程序。

高级多监视器支持 
CorelDRAW、Corel DESIGNER 和 Corel PHOTO-PAINT 可在所有支持
的操作系统上不同 DPI 的多个监视器之间正常可靠运行。

（包括技术插图和图表）

新增功能！评论泊坞窗
CorelDRAW 和 Corel DESIGNER 2020 中新增的评论泊坞窗充当您的协作
中心，您可以进行查看、回复和解决反馈，以及添加自己的注释和说明。
这也意味着不再需要标记的 PDF 或图像文件，为您节省时间和屏幕空间。

增强功能！

( )
（仅限 WebCGM 1.0）

支持 WebCGM 2.0, 2.1 + S1000D 

为交互式电子技术手册 (IETM) 和图解部件目录 (IPC) 创建、

交换并交付标准化技术插图，还包括支持 S1000D 标准第 

2.3 – 5.0 号规范。

SVG 输出

发布 SVG、支持 HTML 5 的矢量图形文件格式，以便在线发布可缩放

图形。作为后台任务进行自动化处理时，可以实现对技术创作系统和

任何内容管理系统（CMS）的高级集成。

在线发布三维内容并将内容发布至移动设备 

将三维模型保存为 XVL 格式并在线或在带有免费 XVL Player 和 iXVL 

应用的移动设备上共享三维可视化内容。

CGM V4（WebCGM、ATA Grexchange、ActiveCGM） 

利用行业标准 CGM 预置文件制作带有热点的互动技术文档。

Corel DESIGNER 2019 可提供先进的 CGM 导出对话框，包括支持 

ATA iSpec 2200。

协作和发布至技术通信标准

用户界面

新增功能！ 新增功能！

技术插图工作区
更新后的技术插图工作区，提供更好用的常用功能分组，帮助您更
快速、更高效地创作。

触控用户界面
平板电脑模式支持可帮助您在移动中绘制草图，并通过触摸屏幕或使用触
控笔快速调整。此外，通过仅显示最常使用的工具和命令，触摸工作区可
简化 UI，以最大限度地增加绘图窗口大小。

®CorelDRAW

Technical Suite 2020 

®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2020

= 所含功能 = 受限功能可用性



专业剪贴画**
借助可用于您的设计和项目的 7,000 多张剪贴画、数字图像和车辆模板，
激发您的创意。

符号（引用的图形对象） 
只需定义并更新对象一次，便可多次重复使用，从而降低文件大小并且
能够使用公用对象。可访问超过 4,000 种行业标准符号：农业、电力、
一般产业、机械和工具。

高质量照片**
借助可自由用于创作的 1,000 张高质量照片，对您的设计进行润饰。

特殊字体**
可以从内容丰富的字体库中进行选择，包括 1,000 多种专业字体。

设计模板**
借助超过 150 个专业设计模板，可快速开始设计。

*注意：协作功能仅限 CorelDRAW 订阅用户或购买了“维护”计划的永久许可证用户享用。

© 2020 Corel Corporation.  04/20

增强功能！ 增强功能！

本机 64 位计算
处理大文件和图像时，从本地 64 位应用程序的运行速度受益。

性能
启动时间、编辑速度、画笔性能、颜色替换等方面具有明显的改善。 

GPU 加速位图预览 
无需占用系统资源即可重新定位并编辑复杂的矢量图形。使用图形处理
单元 (GPU) 可以加速在某些机器上的 Corel DESIGNER、CorelDRAW 和 
Corel PHOTO-PAINT 中对图片进行显示、编辑和操作的过程。

已针对 Windows 10 进行优化 
凭借对 Windows 10 系统的支持，您可在最新的 Windows 操作系统
上轻松自如地使用 CorelDRAW 产品。

Microsoft Surface 支持 
在 Windows 10 上，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和 Technical Suite 2020 
支持本地 Microsoft Surface Dial。使用套件中的 CorelDRAW、Corel 
DESIGNER 和 Corel PHOTO-PAINT 应用程序，体验一种利用技术进行创
作和交互的最独特方式。

多文档界面 
在选项卡视图中使用多个文档。

性能、速度和效率

增强功能！ 增强功能！

内容

（包括 40 多个技术

ANSI、DIN 和 ISO 标准模板）

**为了访问该工具集，您需要连接到 Internet。
   需要购买 CorelDRAW Technical Suite 2020 并通过身份验证。

®CorelDRAW

Technical Suite 2020 

®CorelDRAW

Graphics Suite 2020

用户界面

= 所含功能 = 受限功能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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